
谜巢探案馆·剧本目录 

 剧本名 类型 人数 价格 难度 

独家本 《佛跳墙》 古风情感 7 88 ★★★★★ 

四人本 

          《隔墙有眼》  恐怖 4 48 ★★★★ 

          《窥镜》  现代 4 48 ★★★ 

《无常》 脑洞 4 48 ★★★ 

     《望雀》  新手古风 4 38 ★★ 

五人本 

 

     《安生》  情感 5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人皮灯笼》 恐怖情感 5 48 ★★★★★ 

     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  情感 5 48 ★★★★ 

《孽岛疑云》 民国 5 48 ★★★★ 

《极乐密室》 硬核推理 5 48 ★★★★★ 

     《春困》  硬核推理 5 48 ★★★★★ 

     《年轮》  现代 5 48 ★★★★★ 

     《惠子》  恐怖 5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消失的尸体》  日式 5 48 ★★★ 

《碧玉坠》 古风 5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人事》 民国谍战 5 48 ★★★ 

《秘密》 阵营对抗 5 48 ★★★ 

          《娘娘千岁》  撕逼夺位 5 38 ★★ 

《九号回廊》 新手现代 5 38 ★★ 

《千金归来》 新手现代 5 38 ★★ 

《刀尖舞者》 新手民国 5 38 ★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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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鬼隐寺的秘密》 新手古风 5 38 ★★ 

《满坛香》 新手古风 5 38 ★★ 

《克先生的瓶子》 新手民国 5 38 ★★ 

《歌剧惊魂》 新手欧式 5 38 ★★ 

《魂断海滨》 新手现代 5 38 ★★ 

《外乡人》 新手丧尸 5 38 ★★ 

六人本 

          《鸢飞戾天》  古风情感 6 48 ★★★ 

     《离别钩》  硬核推理 6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我的朋友》 恐怖 6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养尸》 恐怖 6 48 ★★★★ 

《贝多芬病毒》 二战 6 48 ★★★ 

《未知客人》 恐怖 6 48 ★★★★ 

《羽生夜谈》 恐怖 6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窗边的女人》  惊悚 6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费马的审判》  审判 6 48 ★★★★ 

《救救孩子》 校园 6 48 ★★★★ 

《Seven 精神病院》 惊悚 6 48 ★★★★ 

《畸形屋》 欧式 6 48 ★★★★ 

《蒙轻纱的处女》 现代 6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迷途的羔羊》  悬疑 6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捞尸人》  恐怖 6 48 ★★★ 

     《老槐树》  烧脑 6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蛊魂铃》 古风 6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蛊魂铃 II 临安城下》 古风 6 48 ★★★★★ 

五人本 



《玲珑骰子》 仙侠 6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冥婚》 恐怖 6 48 ★★★★ 

      《孤岛》  新手现代 6 38 ★★ 

      《金陵遗梦》  新手古风 6 38 ★★ 

七人本 

     《派克戴维斯号》  现代微恐 7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断忆恒隐寺》  古风情感 7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套》  恐怖 7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佐渡岛》 日式微恐 7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何似在人间》  情感 7 48 ★★★★ 

《森境》 硬核推理 7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无相山》 探险 7 48 ★★★★ 

《暴雨将至》 犯罪 7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第二十二条校规》  恐怖 7 48 ★★★★ 

《南越王陵》 盗墓 7 48 ★★★★★ 

《记忆碎片》 烧脑 7 48 下架 

     《津门遗云》  撕逼夺产 7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大胥秘史》  撕逼夺位 7 48 ★★★★ 

     《神健山庄》  欢乐 7 48 ★★★ 

《藏山雪》 现代 7 48 ★★★★★ 

八人本 

     《疯狂美食节 2 云顶之炊》  欢乐 8 48 ★★★ 

     《致前任》  情感 8 48 ★★★ 

     《老废物俱乐部》  阵营对抗 8 48 ★★★ 

     《皇帝的新发型》  撕逼夺位 8 48 ★★★ 

     《百年好合》  欢乐撕逼 8 48 ★★★★ 

六人本 



八人本 

     《秦淮八艳》  撕逼夺魁 8 48 ★★★★ 

《异事录》 黑暗 8 48 ★★★★ 

《良辰吉日》 古风 8 48 ★★★★ 

《母系氏族》 远古 8 48 ★★★★★ 

     《肉身坐佛像》  古风 8 48 ★★★★★ 

九人本           《百年王府》  现代 9 48 ★★★★ 

十人本 

     《孝衣新娘》  民国 10 48 ★★★★ 

《血戮歌谣》 欧洲 10 48 ★★★★★ 

谜巢探案馆·桌游目录 

桌游名 人数 价格

狼人杀 8~18 25 

三国杀 5~10 25 

UNO ≥2 25 

达芬奇密码 3~5 25 

德国心脏病 ≥2 25 

马尼拉 3~5 25 

风声 3~9 25 

开膛手杰克 2 25 

大富翁：世界之旅 2~6 25 

大富翁：中国之旅 2~6 25 

害你在心口难开 3~8 25 

飞行棋 4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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